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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國增購中國疫苗遏疫情
墨西哥的新冠肺炎疫情嚴峻，累計
確診病例超過 213 萬宗，居全球第 13，
疫歿個案更高達逾 19 萬宗，居全球第
3，僅次於美國和巴西。墨西哥總統奧
布拉多爾今年 1 月已與美國總統拜登
通電話，要求美國提供更多疫苗，
但不得要
領，墨西哥
決定向中
國尋求協
助。

■ 美國指需為民眾大量接種
疫苗，
疫苗
， 並無多餘疫苗輸往外
國 。 圖為邁阿密一位女士接
種疫苗。
種疫苗
。
美聯社

墨西哥總統奧布拉多爾曾向
■
拜登求疫苗不果。。
美聯社

長埃布拉德前日宣布，已向中國增購
外2,200
萬劑疫苗，連同之前的訂單，
合共向中國採購 3,600 萬劑，冀能加快為國
民接種，盡早遏制疫情。埃布拉德在例行
記者會上表示，政府此前已訂購 1,000 萬劑
由中國科興生產的疫苗，近日額外訂購
1,000 萬劑。此外，政府亦與中國國藥集團
簽署協議，一旦墨西哥監管當局通過審
批，便訂購 1,200 萬劑國藥疫苗，而早前採
購的 400 萬劑中國康希諾疫苗已經付運，快
將運抵墨西哥，首批科興疫苗則會於本月
起陸續運抵，新舊訂單合共 2,000 萬劑料於
7 月前全數送達。

僅打 470 萬針惹批評
墨西哥目前在控疫上面對極大困難，

除了確診和死亡個案居高不下外，當局未
有全面展開檢測工作，實際感染人數或較
官方數字更高。該國疫苗接種計劃進度緩
慢，令政府備受批評，在全國 1.26 億人口
中，目前只完成 470 萬劑疫苗注射，疫苗供
應不足是主要原因之一。墨西哥現已批准
使用 6 款疫苗，包括美國輝瑞及中國科興和
康希諾，並已訂購約 3,400 萬劑輝瑞疫苗，
但至今只收到不足 1/10。
墨西哥一直寄望美國在疫苗供應上全
力協助，奧布拉多爾本月 1 日曾表示，他早
於今年 1 月首次與拜登通電話時，便詢問美
方能否與墨西哥分享疫苗，但未有獲得答
覆。墨西哥期望當拜登政府到 4 月底完成上
任百天內為 1 億美國人接種的目標後，便能
從美國獲得更多疫苗，但墨國疫苗接種工

阿拉斯加州撤打針資格要求
州政府全面放寬接
阿拉斯加州政
種條件。
府前日宣布，容許
由於目前美國
任何在當地工作或
批准使用的 3 款疫苗
生活的 16 歲或以上
中 ， Moderna （ 莫
人士接種新冠肺炎
德納）和強生疫苗
疫苗，成為美國首
只准 18 歲或以上人
個撤銷接種資格要
士接種，因此阿拉
求的州份。
斯加州的 16 歲居民
阿拉斯加州上
只能按規定接種輝
周已放寬接種資
■阿拉斯加 16 歲可打疫苗。
法新社
瑞疫苗。
格，容許 55 歲以上
阿拉斯加州至今已有約 1/4 居民接種首
及任何年齡有長期病患的高風險人士接
種。阿拉斯加州共和黨籍州長鄧利維前日 劑新冠疫苗，是全國接種比率最高的州份
表示，該州不再設立接種門檻屬「歷史性 之一。
部分州份目前仍只安排 65 歲或以上等
一步」，代表「在全國再創下另一項第
高危群組人士打針，俄亥俄州、印第安納
一」。
該州衞生事務專員克拉姆指出，倘若 州及西弗吉尼亞州日前才容許 50 歲或以上
民眾對接種資格有疑問，應主動查詢。華 人士打針，密歇根州則到下周六才採取相
府專責抗疫的官員亦表示，樂見阿拉斯加 同措施。

美日印澳擬「疫苗外交」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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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國、日本、澳洲及印度組
成的「四方安全對話」，將於明日
舉行首次視像峰會。白宮發言人普
2021.3.11 | THU
薩基前日證實，總統拜登將出席峰
會，與其他 3 國領導人討論新冠疫
2021.3.11 | 星期四
情、經濟發展和氣候變化等議題，
旨在加強美國與印太地區盟友合
2021 年 3 月 11 日
星期四
作，應對來自中國日益增長的經濟
和軍事挑戰。4 國將宣布達成融資協
2021 年 3 月 11 日
星期四
議，提升印度的疫苗生產能力，在
疫苗問題上加強與中國抗衡。
四方安全對話於 2007 年成立，
今次是 4 國領導人首次會面。普薩基
強調，這次峰會表明拜登政府願意
加強國際合作，重視美國與印太地
區的盟友關係。澳洲總理莫里森強
調這是印太地區一個歷史性時刻，
地區安全是峰會重點議題之一。印
度外交部表示，與會領袖將討論共
同關注的地區和全球事務，尤其關
注供應鏈、新興關鍵技術和海上安
全事務問題，就維護自由開放的印
太地區合作交換意見。
據路透社引述華府高級官員
稱，峰會預計歷時 2 小時。該名官員
強調，今次峰會旨在發放訊息，將
「四方安全對話」作為印太地區外
交新平台，為 4 國領導人下半年面對
面會晤奠定基礎。美國國務院發言
人普萊斯則表示，「四方安全對
話」旨在應對全球面臨的緊急挑
戰，但並非針對「特定競爭對
手」。美國防長奧斯汀和國務卿布
林肯計劃本月稍後訪問日本和韓
國，是拜登政府的外交和國防高
官首次訪問亞洲盟友。

作面對批評聲音不斷，令當局承受極大壓
力。直至日前白宮發言人普薩基公開稱，
拜登專注於每個美國人能獲得疫苗，在所
有國民完成接種前，不會與盟國分享疫
苗，墨西哥遂轉向中國增購疫
苗。
美聯社在報道中提到多
間中國藥企尚未公開後期臨
床測試數據，又指國藥疫苗
未獲墨西哥監管當局批准使
用。但有媒體指出，未批准與
購買疫苗並無衝突，例如在東南
亞疫情最嚴峻的印尼，在衞生部門批
准使用科興疫苗前，便已接收近 1,000 萬
劑，在獲審批後兩天即開始接種計劃，有
助加快啟動接種。
■美日印澳四國開會，
美日印澳四國開會，將談及疫苗問題
將談及疫苗問題。
。 法新社

歐盟指禁疫苗出口 英國抗議
歐盟日前首次執行新冠疫苗出口管制 更會在未來數月成為全球領先的疫苗生產
新規，阻止 25 萬劑牛津疫苗運往澳洲。歐 地區，迅速推出應對變種病毒的疫苗。
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前日為此辯護，否認
抹黑中俄借疫苗宣傳
歐盟奉行「疫苗民族主義」，更指英國和
美國都已實施疫苗出口禁令。英國隨即駁
米歇爾還將中國和俄羅斯「拖下
斥米歇爾的說法「完全錯誤」，並傳召歐 水」，指中俄「大力宣傳」向其他國家供
盟駐英國代表提出抗議。
應疫苗，稱歐盟不會利用疫苗作「宣傳目
米歇爾前日發表聲明，指歐盟並沒有 的」，又指中俄的接種疫苗人數均較歐盟
阻止疫苗出口，反而英美則禁止在當地生
少。
產的疫苗和疫苗原材料輸出。米歇爾強
英國立即反駁米歇爾的言
調，若沒有歐盟的貢獻，全球不可能在不
論，外相藍韜文去信米歇爾，強
足一年內便推出多款疫
調英國從未限制任何疫苗或疫苗
苗，由於歐盟團結一
原材料出口，批評米歇爾的
致，才能確保較貧窮
指控。米歇爾前晚在社交
的歐盟成員國獲取疫
網發文，表示若英國保
苗。他同時重申，
證疫苗出口「公開透
只要藥廠履行與歐盟
明」，增加向歐盟和發展
■
米歇爾言論惹英國
簽訂的合約，歐盟絕
中國家的疫苗出口量，他
不滿。
不滿
。
美聯社
不會限制疫苗出口，歐盟
會感到高興。

